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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1、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
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个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
所网站公告。

2、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租赁
期限为五年。

3、公告期：2020年3月26日至2020年4月9日。详情请登
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

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
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
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
交易 21 号窗口，电话：0898- 66558038（吴先生）、0898-
65237542（李女士），0898-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3月26日

序
号
1
2
3

项目名称

海口市海甸五西路创新别墅6号
海口市海甸岛和平大道银海苑一层铺面
海口市海甸岛和平大道银海苑第四层房产

建筑面积（m2）

334.23
153.36
620.13

挂牌底价/
第一年租金（元）
104280
276048
186039

保证金（元）

50000
140000
90000

最小加价幅度(元)

200
300
300

限时竞价时间

2020年4月10日上午9：15
2020年4月10日上午9：30
2020年4月10日上午9：45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项目编号：QY202003HN0031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进行分别招租：

1、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
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个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所
网站公告。2、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
租赁期限为三年。3、公告期：2020年3月26日至2020年4月9
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
网（http://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
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6558038（吴先生）、0898-
65237542（李女士），0898-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3月26日

序
号
1
2
3
4
5

项目名称

海口市国贸大道45号银通国际中心28层514.16平米房产
海口市国贸大道45号银通国际中心28层410平米房产
海口市国贸大道45号银通国际中心34层128平米房产
海口市国贸大道45号银通国际中心34层497平米房产
海口市国贸大道45号银通国际中心18层924.16平米房产

建筑面积（m2）

514.16
410
128
497
924.16

挂牌底价/
第一年租金（元）
166588
132840
41472
161028
299428

保证金
（元）
80000
60000
20000
80000
140000

最小加价
幅度(元)
300
200
200
300
500

限时竞价时间

2020年4月10日上午9：15
2020年4月10日上午9：30
2020年4月10日上午9：45
2020年4月10日上午10：00
2020年4月10日上午10：15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项目编号：QY202003HN0030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进行分别招租：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3月31日

09:00—18：00对中兴机顶盒（型号为B860A V1.1-T2）进

行版本升级，不影响观看电信电视，仅在用户重启机顶盒时

会提示升级，升级过程大约3分钟。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0年3月26日

关于世香缘·食品加工体验观光园
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世香缘食品有限公司，项目位于琼海市潭
门镇九吉坡工业开发区,总用地面积为73331.3平方米。根据《中国
（海南）南海博物馆周边地区暨潭门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
报批稿，项目用地规划性质为二类工业用地，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
率≥1.0，建筑密度≥30%，建筑高度≤24米。现申报项目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131523.94m2,容积率1.47，建筑密度40.84%，
绿地率15.18%。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
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3月26日至4月3
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
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qhsghwyh@126.
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
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
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
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
话：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25日

关于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海南热带环境分公司综合实验楼规

划设计方案的公示
项目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富海路南侧,用地面积为33636.8平方

米。根据《琼海市嘉积城区老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项目用地规
划性质为科研用地，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率≤0.9，建筑密度≤25%，
建筑高度≤20米，绿地率≥30%。现申报的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为：总建筑面积3640.14m2,容积率0.11，建筑密度5.28%，绿地率
87.25%。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
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3月26日至4月3日）。2、公
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
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
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
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
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
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24日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江东新区临
空经济区安置房项目(二期)使用
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的公告
海口市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安置房项目（二期）位于海口市美兰

区演丰镇，总占地面积约138.79亩（其中：规划林地约53.83亩,具体
情况以实地勘察为准）。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
编制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具体
金额)的形式报至我司项目部。截止3月30日下午17点30分停止
报价，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坡路9号中贤小区A幢二楼
联系人：符工 联系电话：65391902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异议征询通告

海资规〔2020〕2863号
根据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农垦总局)

《关于对海南省农垦总局招待所改造项目8-2-14 地块边角划拨
地(无证〉权属确认的说明》，现对海南省农垦总局招待所国有土地
使用权提出权属主张(具体位置，详见附图)位于海口市金垦路(海
南省农垦总局招待所旁)予以张榜通告，面积分别为: 515.37 平方

米 、849.25 平 方 米 、
40.34 平方米。如对上
述宗地的权属主张有异
议，请自通告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我局龙华分局
提出书面申诉，逾期视
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
办理土地相关手续。

联系人:谭女士
电话:68512605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24日

延期公告
我局刊登在2020年2月28日《海南日报》A11版（琼自

然资告字〔2020〕1号）公告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农
副产品加工园内,地块编号为QZ-2019003号地块因故延
期。具体延期事宜：1、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现延期至
2020年 4月 24日 17时；2、竞买资格确认时间现延期至
2020年4月24日17时30分；3、挂牌截止时间现延期至
2020年4月27日16时。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26日

受新冠疫情影响，外贸进出口形势面临压力。3月以来，交通
银行持续升级跨境线上金融服务，贸易融资类线上产品“快捷
证”、“快捷贷”双双落地，进一步畅通外贸产业资金链，助力相关
企业复工复产。客户依托“快捷证”、“快捷贷”产品开展贸易融
资，从网上提交融资申请到款项到账最快只需17分钟。

交行相关人士向笔者介绍，以往办理进口押汇等业务时，客
户要向银行提交提用额度申请，并把盖章的纸质申请书送到银
行，银行对申请书进行印鉴核验，核查确认企业的真实身份后，才
能在客户信用额度内垫付资金。

2019年4月23日实施的最新修正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签名法》，规范了电子签名行为，确立了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为
电子单证的全线上操作奠定了基础。交行历时近一年时间，针对
贸易融资申请要素多、客户录入形式多的症结，创建了一套适用

于多种电子标准的电子签名和电子合同合成技术，解决了银企间
纸质合约线下传递的关键痛点和难点。在此基础上推出的“快捷
贷”、“快捷证”线上贸易融资产品，彻底告别了纸质传递和实体印
章，打通了企业和银行之间双向线上多个节点。客户可通过交行
企业网银提交电子形式的国际业务授信额度使用申请书和其他
相关资料，交行国际业务部门将在线完成授信业务处理。企业足
不出户即可在线开立信用证、办理贸易融资，并随时查看单据、查
询银行处理结果，业务处理时间也大幅缩短。

产品推出当日，上海国际科学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国投国
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国投国际贸易南京有限公司等多
家企业率先尝新，在线办理了多笔无纸化跨境信用证和进口
押汇业务，其中部分进口信用证下货物是抗击新冠疫情急需
的医疗物资。

贸易融资最快17分钟！交行推出线上“快捷证”、“快捷贷”产品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3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为方便市民办理
交通违法处理业务，3月26日起，该支队将在“椰
城交警”微信公众号和“椰城交警”支付宝生活号
开通交通违法处理网上预约功能，市民可通过该
功能预约现场办理业务的时间和地点。

据了解，网上预约办理的业务范围为适用简
易程序处理的机动车非现场交通违法业务，但累
积记12分以上或一次性记12分、单项交通违法
行为罚款超过200元的不能进行预约办理；办理
交通违法业务只能由违法当事人到窗口办理，不
能委托办理；属外省车辆号牌且在外省产生的交
通违法行为的，不能预约办理；无驾驶证或准驾不
符的，驾驶证异常状态的不能预约办理机动车交
通违法处理业务。现场办理所需材料包括违法当
事人身份证原件、驾驶证原件、行驶证原件、预约
凭证。预约成功记录可在“个人中心——我的预
约”或办事大厅首页中的“预约记录查询”中查询。

海口处理交通违法业务
今起可网络预约

一封信、两项补助、三种服务

海经院助学生共同抗疫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黄巧斌

3月25日上午，海口经济学院举行2020年春
季第二场大型空中双选会。开场一个半小时，进
场企业就达80家，为该校学生提供岗位3290个。

空中双选会是海经院在疫情期间的学生帮扶
系列举措之一。一个多月来，该校通过“一封信”“两
项补助”“三种服务”切实保障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
求，把对学生的关心、关怀和关爱落全、落细、落实。

疫情之初，海经院就通过《致全体学生的一封
信》，号召学生在家中做好自我防护；利用网络课
堂等途径坚持学习，调整心态。

3月10日，海经院领导班子又做出给学生提
供“两项补助”的决定：一是学生本人或直系亲属
患新冠肺炎的，每人资助3000元；二是湖北地区
的家庭特殊困难学生，每人资助2000元，帮助有
关学生渡过难关。

此外，为帮助学生缓解心理压力、上好线上课
程、解决就业难题，海经院还提供“三种服务”——
心理帮扶、线上课程帮扶、就业帮扶。其中，3月25
日至4月25日，该校举行线上心理健康主题教育
暨第十六届“心理健康教育月”系列活动，以帮助师
生缓解因疫情引起的心理压力；3月初至开学前，
该校组织全校教师有效开展线上教学，建立每周在
线教学督查通报机制，不断完善线上教学模式；3
月初至4月初，该校将举行多场春季大型空中双选
会，为毕业生持续提供丰富优质的就业资源。

海经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将持续关注家
庭经济困难生及受疫情影响出现各种困难的学
生，及时了解学生家庭情况、学习状况、心理状态
等，利用各类政策及时提供帮助，确保学生不因疫
情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

近日，市民组队在海口
世纪公园内的足球场踢球，
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体验
运动带来的快乐。

海口体育健身运动场
所恢复开放后，不少爱好运
动的市民出门锻炼。每天
晨夕，都可以看见一些市民
在公园内、栈道上跑步或慢
走，城市的生活气息渐浓。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绿茵场上
过“足”瘾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3月25日9时许，家住海口市美
兰区博爱南路的市民蒙子立拉上儿
子，换上跑鞋，跑到海口湾畅通工程的
健身慢道上。“很久没跑步了，不出门
锻炼，都对不起这好天气。”

3月24日，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宣布，海口
体育健身运动场所恢复正常开放。
许多海口市民又回到了熟悉的健身
场上。

据了解，海口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3.88平方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5分
钟健身圈”在城市社区覆盖率达
96.21%，市民出门健身比以前方便许
多。但是，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发现，在
海口的一些区域，“人地矛盾”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公共健身场所的建设，让海
口的大型综合健身场所项目难落地。

现状——
身边的健身场所多了

3月25日上午，58岁的云才旧带
着小孙子，在海口龙华区滨濂同心广

场旁的健身器材上锻炼。此刻，她的
儿子正和球友们在广场上打篮球。

云才旧住在龙华区滨濂村滨濂
北四里三巷。“城中村虽然比不得高
档小区，但往东走几分钟就是金牛岭
公园，往西走几分钟就是滨濂同心广
场，锻炼起来也很方便。”最近，疫情
防控形势向好，云才旧经常带着孙子
出门锻炼，“不但血脂降下去了，跟孙
子更亲了。”

云才旧体会到的便利是海口打造
“15分钟健身圈”的成效。记者从海口
市旅文局了解到，2013年至2019年
间，该局共建设了全民健身路径项目
663个，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91
个。目前，在海口的城市社区，“15分
钟健身圈”覆盖率达96.21%，行政村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率达64.52%。

除了全民健身路径和农民体育健
身工程外，近两年，海口还新建了海口
湾畅通工程、凤翔湿地公园、鸭尾溪湿
地公园、五源河湿地公园等一批公共休
闲场所，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蒙子
立告诉记者，海口湾畅通工程开放以
来，他经常和左邻右舍一起来跑上两个
来回，“一天不跑就感觉不习惯。”

“目前正在推进五源河文体中心、
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海口市国家
帆船基地公共码头和海口市椰树门广

场等4个大型体育项目建设。”海口市
旅文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海口的健
身场所还在增多。

探索——
“托管”公共健身器材

健身场所和器材多了，相应的管
理也要跟上。

3月25日上午，在海口玉沙路的
傍海小区，业主陈玉珠在崭新的伸背
架前做拉伸动作。她告诉记者：“我们
这是个老小区，部分健身器材坏了好
多年，也没人维修。”

为什么有些健身器材损坏多年却
无人管理？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当前海口公共场所的健身器材
按照“谁申请、谁管理”的原则，由受赠
单位负责维护；单位自行购置的则由
各单位负责维护。确实有不少单位重
建轻管。

去年，海口市龙华区旅文局对辖
区内健身场所和设施进行摸底调查，
发现辖区内公共健身器材不少都已损
坏、老化，存在安全隐患。

从去年5月开始，龙华区旅文局
在全省先行先试，建立城区公共健身
器材监管维护机制，对城区已有公共
健身器材统一进行建档管理，委托专

业维修公司持续进行管护维修。
“市民通过互联网或电话报修后，

维修人员将于30分钟内响应，3小时
内到场，能维修的当天维修，需要拆除
更换的立即派单给厂家。”龙华区旅文
局主任科员韦泽华表示，为了将制度
落到实处，每次的管护维修都须经报
修人现场确认才算办结。

去年7月，龙华区旅文局为傍海
小区换了一套全新的健身器材。“现
在，扭腰机、伸背架，还有一些我叫不
出名字的器材，都换成新的了，我每
天都出来锻炼一小会儿。”陈玉珠高
兴地说。

“通过实行这项制度，我们顺带掌
握了市民健身的一些情况。”韦泽华
说，“哪些器材受欢迎，哪些器材使用
率低，我们心里更有数了，今后安装健
身器材就能更贴近群众的需求。”

未来——
综合运动场所有待增加

“健身去处有，但综合运动场所还
不够。”海口市业主委员会协会会长肖
江涛指出，海口目前的健身点多以全
民健身路径和小区健身设施为主，大
型综合运动场所还不多。

“以西海岸为例，该片区的小区

几乎都配有健身设施，但走出小区，
却只有一个挺秀公园，且公园里的健
身设施不齐全，无法满足周边业主的
健身需求。”肖江涛建议，一个社区应
配建一个活动中心，活动中心配置乒
乓球桌、羽毛球馆等，供周边小区业
主共同使用。

对此，海口旅文局一位工作人员
表示，国家亦鼓励建设社区文体中心，
近年来该局多次发文让社区上报文体
中心建设需求，但无社区上报。该局
曾就其中原因展开调研，“社区均表
示，不上报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场地。”

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了社
区活动中心外，该局还一直在谋求建
设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破解“人地矛
盾”，打通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建设阻
碍，都是相关工作的着力点。“建设全
民健身活动中心的场地，以及设施利
用率，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海口市民陈文隆曾是一名少儿足
球教练，长期关注运动场地建设问
题。他建议，在“人地矛盾”一时难以
化解的情况下，海口可以效仿四川成
都市WePark的做法，建设智能型运
动场，通过充分应用科技手段，在有限
的场地内达到运动的目的。“在
WePark内，最小的足球室不到50平
方米。”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

海口打造“15分钟健身圈”成效明显，但社区综合运动场所仍缺乏

市民健身去处如何又多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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